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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300亿元产值规模

华容县建设千亩芥菜产业园
湖 南 日 报 12 月 24 日 讯 （记 者 王 晴 通 讯 员
刘 立 武 吴 巍 伟 ）12月20日，4家芥菜加工规模

企业与华容县政府完成选址签约，成为“抢滩
登陆” 该县正在建设中的千亩芥菜产业园首批
入驻企业。
华容芥菜是华容县乃至全省农业产业的一
大优势资源和一张闪亮名片，已先后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湖南十大农业品牌”“中国百强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等国家级、省级权威认证
和荣誉称号。 全县共有芥菜种植面积18万亩，
年产量近100万吨，产业总产值超过60亿元。 有
芥菜加工生产企业39家，其中省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3家、市级龙头企业4家，有中国驰名
商标1个、 湖南著名商标5个。 华容芥菜系列加

工产品在国内同类产品销售市场占有份额连续
3年超过60%，产品远销全国25个省市，出口日
本、韩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
今年来，该县按照有基地、有园区、有品牌、有
龙头企业的“四有”发展战略，编制出台了中长期
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推动产业发展水平迈向中
高端，打造中国“芥菜之乡”的发展方向。 按照规
划， 该县将在5年内完成1000亩华容芥菜国家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50000亩标准化芥菜生产基
地建设，实现产业总产值过300亿元。
华容县委书记刘铁健给记者详细描述了该
县芥菜产业发展前景：
“一方面依托基础完善、高
效多能的现代化园区建设形成产业集群优势，为
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 增加附加值提供基础保

障；一方面依托因地制宜、科学生态的标准化生产
基地和休闲景观建设，为种植户增产增收，带动周
边发展乡村旅游，推动芥菜产业转型升级。 ”
目前， 总投资10.8亿元的华容芥菜产业园
项目已经完成建设规划设计、 征地拆迁和施工
单位招投标，进入正式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可
入驻规模以上企业15家。 护城乡华丰片5000亩
标准化芥菜生产基地， 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
预计2018年1月底前可完成全部建设。

长沙首台悬挂式过山车开始运营
12月24日，长沙世界之窗，长沙首台悬挂式过山车通过检测开始运营。 该过山车轨道长
1000米，最大高度悬差约50米，游客乘坐时头顶轨道，双脚悬空，全程要完成倒立、螺旋环、
月牙环等惊险刺激挑战。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佳雄 摄影报道

建设示范点20多个、日间照料中心25个

北塔区建成20分钟养老服务圈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谭贤
超 李忠华）12月18日，在邵阳市北塔区田江街道

苗儿村养老服务中心，30多位老人在聊天、打牌，
或看电视、做运动，其乐融融。 村党支部书记谢拉
明介绍，村养老服务中心里，活动室、阅览室、健
身室、日间照料中心、医疗保健室等一应俱全，成
了村里近300位老人的幸福之家。
北塔区是我省社区管理和养老服务创新
试验区。 近年来， 该区坚持政府、 社会力量
“两翼生风、 多元发展” 思路， 建成了覆盖城
乡的20分钟养老服务圈， 先后获评全国和谐
社区建设示范城区、 全省社会救助先进单位

等。
为搞好养老服务，该区先后投入资金2600
多万元，新建扩建农村敬老院5所、村级“五保之
家”3个。 投资1470万元，建成区社会福利中心
老年人养护院，有效解决了区内重残重病、年老
多病等老人的养老问题。另外，该区还建设养老
服务示范点20多个、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5个、
村级农村幸福院10余个。 在此基础上，积极创
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各乡镇（街道）、村(社区)
分别建立起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老人白天
入托日间照料中心接受照顾、参与活动，晚上回
家享受家庭生活。同时，充分发挥社工、志愿者、

中方县：监委
“开工”4天，查处4人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杨长吉）12月22日，中方县纪委常委会议、监察委

员会议审定，对该县袁家镇社保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唐某利用职务之便截留五保户丧葬补偿费案
进行政务立案，这是该县立的第一起政务案。
经初步核查， 唐某利用职务便利“雁过拔
毛”， 私自截留2户五保户丧葬补偿费各2000

元，又主观故意隐瞒丧葬补偿费标准，支付五保
户赵某部分丧葬补偿费， 拟实施截留2736元，
被纪委、监察委列入调查才未得逞。
同时， 上述会议还对另一起涉及扶贫领域
项目资金案的3人进行了立案审查。 至此，中方
县监察委员会自12月18日挂牌以来运行4天，
已对4人进行了立案审查。

冷水滩区：农村污水治理靓了乡村
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超过70%

医疗文体服务团队的作用，为失能、独居、空巢
等特殊老人提供免费个性化养老服务。 近5年
来，除免费为60周岁以上老人体检外，每年还
组织志愿者400多人次， 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
等服务。
为弥补养老服务政府“一肩挑” 的不足，
北塔区还积极探索购买社会养老服务， 建成居
家养老信息服务平台， 推行“线上+线下” 居家
养老服务。 城区60岁以上老人在养老服务平台
注册后， 拨打专线电话提出服务需求， 便可享
受生活照料、 家政料理、 医疗咨询、 购物等方
面的快捷服务。

中方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挂牌即
开局、开局即开工、反腐不停歇。 推进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要在案件查办中推进人员和工作深
度融合，在案件查办中实践检验改革成果，探索
建立科学有效的监察权运行机制，下大力气解决
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坚决查处发生
在扶贫项目、民生资金、“三资”管理、征地拆迁、
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以维护群
众切身利益的实效取信于民。

湖南日报 12 月 24 日讯 (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雷 中 祥 周 吉 锋“
) 以前大家洗衣

做饭、洗澡上厕所的污水到处乱排乱倒，
臭水沟的水臭烘烘的。 现在建了污水处
理池，上面种上了花草和蔬菜，不仅干净
卫生，还美化了环境。”12月24日，在永
州市冷水滩区岚角山街道潇湘庙村，村
民唐太平对村里污水治理后的情况非常
满意。
潇湘庙村进行生活污水治理后，家
家户户建起了污水处理池， 村民的生活
污水经过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沉淀、发
酵、过滤、净化，达到了无害排放的标准，
避免了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污染农业用
地，进一步影响作物生长和河流水质。村

新化涉枪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12
月22日，新化县公安局民警陈建湘持枪杀人，
造成2人死亡后潜逃。 案发后，在公安部指挥
下， 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迅速启动重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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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村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岚角山街
道楚江圩社区楚江边，记者见到，新近投
入使用的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
日处理污水30多吨。 漫步在楚江河边，
河水清澈透明， 波光粼粼。 群众告诉记
者：靓丽的楚江河又回来了!
据了解， 冷水滩区今年共投入资金
1000余万元，建成27个集中式生活污水
处 理 工 程 和 380 个 分 散 式 污 水 处 理 设
施，日处理1500吨生活污水。全区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超过了70%。
“我们明年将在污水处理没有覆盖
的村，全面推进污水治理工程，争取尽快
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冷水滩
区环保局负责人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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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办机制，迅速成立专案指挥部，全力追捕。
24日17时许，犯罪嫌疑人陈建湘在
新化县科头乡三板桥附近被抓获归案，
所携枪弹被全部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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